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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楚天高速 60003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晓峰 罗琳 

电话 027-87576667 027-87576667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大道26号湖北国

展中心广场东塔23—24层 

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大道26号湖北国

展中心广场东塔23—24层 

电子信箱 600035@hbctgs.com 600035@hbctgs.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6,742,189,730.64 13,391,545,885.04 2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600,913,189.68 6,551,020,878.14 0.7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4,815,940.64 627,974,688.40 -78.53 

营业收入 782,289,019.39 1,296,465,739.30 -3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1,984,523.42 312,319,047.54 -8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2,579,042.92 307,031,736.21 -89.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64 4.89 减少4.2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8 -8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8 -88.8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9,09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80 606,060,962   无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53 262,829,757   无   

北海三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93 100,447,692 51,970,766 质押 74,461,100 

北海市九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30 22,083,071 10,264,656 无   

无锡稳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0.91 15,480,600   无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5 12,756,451   无   

张旭辉 
境内自然

人 
0.72 12,231,599 5,493,274 无   

武汉三友正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62 10,480,807   无   

李淑华 
境内自然

人 
0.58 9,810,332   无   

许力勤 
境内自然

人 
0.49 8,230,7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北海三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北海市九番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同一实际控制人张旭辉控制，其

与诺球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张旭辉、云亚峰、杨海燕、黄国

昊、张黎君和张建辉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3 年湖北

楚天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债

券（第二期） 

13 楚天 02 122378 2015-6-8 2020-6-8   4.58 

湖北楚天智

能交通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19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19 楚天 01 155321 2019-4-15 2024-4-15 600,000,000 4.34 

湖北楚天智

能交通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0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疫情防控

债） 

20 楚天 01 163303 2020-3-19 2025-3-19 600,000,000 3.3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5.39   51.0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47   7.91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理层认真落实董事会各项决策部署，克难攻坚，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保证

了公司日常经营平稳有序。受疫情期间免收车辆通行费 79 天影响，公司营业收入 7.82 亿元，同比下降 39.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0.33 亿元，同比下降 89.39%。 

一是落实疫情防控，凸显国企担当。按照中央和各级政府有关“保畅通、保隔离”要求，严格落实“一断三

不断、三不一优先”的道路管控措施，在收费站设置“应急物资运送专用通道”，与各属地政府、卫生健康、交通、

高速交警等部门联勤联动，消毒应急物资运输车辆超过 29 万辆，查验放行近 28 万车次，为司乘人员检测体温接

近 77 万次，确保了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及相关人员顺利快速通行；加大站所、服务区重点区域封闭管控力度，确保

高速全封闭全管控；为滞留服务区人员免费提供住宿餐饮，与属地防指对接做好滞留人车管理。开展为应急运输

物资车辆免费“送餐”活动，累计为 4185 台车辆的 5291 名司机，免费提供各类物资 11000 余份。全力将公司所

辖路段打造成严防病毒输出的“前沿哨所”和服务抗疫物资运输的“服务驿站”。加强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及时发现、及时处理，未发生离鄂风险事件。疫情期间，一线站所全员停休，时刻待命，179 名党员群众下沉社

区村组，收到地方各类嘉奖证书 121 余封；公司向汉阳区慈善总会捐款 300 万元，疫情防控工作得到了各地政府

的支持和好评。 

二是紧抓复工复产，保证运营秩序。疫情期间，紧紧围绕“保建设、保维护、保运营”的要求，克服人员流

动困难，顺利实施“第十战役”“费显工程”，确保撤站系统升级后收费工作正常开展。5 月 6 日恢复收费后，一

方面积极加强设备调试、组织人员培训、强化现场管控，及时解决软、硬件问题，巩固优化收费业务操作流程，

提升现场应急处理能力，确保收费运营秩序平稳有序；另一方面强化收费营销，在 FM94·8 和 FM92·7 上同步启

动广播宣传。恢复收费后，交通量和通行费收入超过同期水平，基本实现颗粒归仓。全面启动“迎国评”准备工

作，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完成汉宜段道路除杂和隔离设施专项维修维护，展现良好路容路貌。 

三是组建专业团队，深耕智能交通。成立智能交通事业部，完善组织架构，通过内部选拔和外部招聘，搭建

了 70 余人的专业化运维、研发和营销团队。加大研发力度，成功研发相控阵 ETC 天线，在排湖收费站和湖南宁乡

收费站完成试点测试；完成上云网关、智能配电柜、高强摄像机研发和测试认证。高效完成 “第十战役”、“费

显点亮”和系统升级目标任务，顺利实施省交投集团公司拟通车路段 96个 ETC 门架系统建设和智能机箱、配电柜、

高清摄像机等设备供应，树立楚天智能交通板块良好形象。持续推动智能交通相关资质申办和知识产权申报，目

前已完成 3 个资质公示和 1 个专利审批。 

四是用好惠企政策，降低企业负担。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积极申请相关惠企政策。在上交所成功发

行总规模 6 亿元交通运输企业疫情防控公司债券；申请减免社保单位部分共计约 825 万元，申领稳岗返还补贴预

计 105 万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节、五、43。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